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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自助精神



『樂』 - 慈善音樂晚會是傷青會與紙藝軒印刷有限公司合作舉辦的大型慈善籌款活動。音樂晚會邀
請到一班著名樂器大師同台演出，當中包括香港青年管弦樂團擔任首席長笛手 -楊光先生吹奏傳
統日本樂器尺八、著名中樂演奏家 -譚寶碩先生吹奏洞簫、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

謝俊仁博士彈奏古琴、著名結他導師 -盧永霖先生和著名鼓樂導師 -張志雄先生作結他及鼓樂
伴奏、現代派詩人路雅 -龐繼民先生朗讀寓意深長的新詩。林文傑教授及譚寶碩先生更會在音
樂晚會中即席揮毫，結合中國傳統音樂和繪畫藝術的表演。

音樂晚會更邀請到殿堂級表演藝術工作者 -麥秋先生擔任製作總監和著明品牌設計師 -余奉祖先生擔任設計總
監。麥秋先生更為音樂晚會排練及統籌大型音樂劇和整個音樂會的演奏及表演。音樂劇以現代派詩人路雅編
撰的新詩《擁抱生命》作為藍本，由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香港失明人互聯會及香港聾人協進會各自派出肢體傷
殘、視障及聽障的展能藝術者傾力演出。音樂晚會的製作總監麥秋先生發掘展能藝術者的潛質，讓他們能盡
展所長，配以楊光先生、譚寶碩先生、盧永霖先生及張志雄先生千錘百煉的演奏及榮獲全港職業拉丁舞連續
十一屆冠軍的輪椅舞導師 -李偉倫先生編排的輪椅舞蹈，「凝」塑出一個色彩絢麗的畫面，為音樂晚會掀起高
潮。如此精彩的音樂劇，各位觀眾當然要拭目以待，不要錯失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希望各位細心欣賞！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傷青會）成立於一九七零年，是一所由殘疾人士自行管理和決策的
政府註冊慈善機構。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主要服務肢體殘障社群的自助組織，除提供由
社會福利署津助的服務項目外，協會亦不斷發展各項切合殘疾人士需要的創新服務及業
務。現時，協會所提供的服務包括賽馬會活動中心、「同路人」社區及家居支援計劃、就
業服務中心及赤柱白普理泳屋等；而社會企業項目則包括創視設計、傷青花藝舍及傷青
動力學堂。透過上述服務及業務的推行，我們致力協助殘疾人士重建自信、建立社群網
絡、提昇工作技能及就業機會，使他們可以融入社群。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簡介

『樂』- 慈善音樂晚會簡介

李逢樂先生

服務類別 Scope of services
總辦事處
負責中央行政管理、籌募、康復政策諮詢、研究及倡導工作。

Head Office
To be responsible fo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fundraising and policy advocacy 
work on rehabilitation issues.

賽馬會活動中心 （社會福利署津助服務）
提供發展性、支援性及社群性服務，協助殘疾人士建立自信，融入社群。

服務範圍包括興趣班組、社交康樂活動、公眾教育、技能培訓、義工服務、
熱線支援、赤柱白普理泳屋、步行輔助用具租借或代售。

Jockey Club Activity Center （subvented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o provide developmental, supportive and social networking programmes to 
strengthen the self-confidence and facilita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disabled.

Services provided include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lasses and 
groups, community education, skill training, volunteer service, hotline service, 
wheelchair accessible beach house-Stanley Bradbury Bath Shed and walking 
aid rental.

『同路人』社區及家居支援計劃（社會福利署津助服務）
為六至五十九歲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或於特別情況下需要是項服務人士，提
供到戶形式的家居清潔、護送及代購等服務。

Home Care Service （subvented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o provide day time home-based respite service, including household 
cleaning, escort service for medical appointments and shopping services, for 
the physically handicapped aged 6-59.

就業服務中心（部分為社會福利署津助服務）
提供職業評估、訓練課程、工作選配及在職支援服務。

Employment Service Center （partially subvented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o provide vocational assessment, career counseling, job-skill training, mobile 
work crew, job placement and on-the-job support service.

創視設計（自負盈虧社會企業）
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提供專業設計及印刷服務，藉此提昇殘疾人士就業機會。

First Sense Design （Self-financed Social Enterprise）
Through the self-financed business operation mode, to deliver professional 
desktop artwork design and printing services for the ultimate goal to enhance 
the job opportunities of the disabled.

傷青花藝舍（自負盈虧社會企業）
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提供專業花藝設計及零售服務，藉此提昇殘疾人士就
業機會。

Flower Workshop （Self-financed Social Enterprise）
Through the self-financed business operation mode, to deliver professional 
floral design training and retail services for the ultimate goal to enhance the 
job opportunities of the disabled.

傷青動力學堂（自負盈虧社會企業）
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提供教育、訓練、旅遊、輔導及治療服務。

HKFHY Momentum Academy （Self-financed Social Enterprise）
Through the self-financed business operation mode, to deliver adventure 
education, training, travelling, counseling and therapy. 



致意

冠名贊助

李逢樂先生

鎮安企業有限公司

同 心 協 力  
弘 揚 關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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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女士
Ms. Elsie LEUNG 
大紫荊勳賢 JP
GBM, JP

主禮嘉賓致辭
范徐麗泰大紫荊勳賢、陳錦元主席、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能出席這個音樂晚會，並擔任晚會的主禮嘉賓。我和
傷青會認識多年，今年是傷青會成立42週年，在這42年來，傷青會不
斷努力，為殘疾人士發展各項適切的創新服務及業務，致力推動社會
上各個層面的傷健共融。這次音樂晚會為輪椅馬拉松選手籌募經費，
除了有助鼓勵殘疾人士挑戰自我，發揚自強不息的精神外，更重要的
是有助推動普及運動的概念，彰顯共融社會，運動無分傷健的精神。

首先，我感謝在場的每一位贊助人及嘉賓，得到你們的支持，令
傷青會是次音樂晚會得以成功舉行，更讓一眾殘疾人士有機會站在鄉
議局大樓大劇院這大舞台上演出，讓他們一展所長。我更要多謝今晚
的表演嘉賓，他們都是著名的演奏家，今天得到他們為傷青會傾力演
出，實在感謝他們的付出和支持。

今天的音樂劇由資深表演工作者麥秋先生排演，由傷青會、香港
聾人協進會及失明人互聯會聯合演出一個大型音樂劇，並帶出傷健共
融的主題，很多人認為殘疾人士的能力有限，但我相信他們為整個音
樂晚會所付出的努力，為在座每一位觀眾的傾力演出，將會是最能夠
感動觀眾的元素，今晚就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讓各位表演嘉賓在這
台上發光發亮，表現自我。

我在此謹祝音樂晚會演出成功。



梁愛詩大紫荊勳賢、陳錦元主席、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今日能夠參與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所舉辦的《『樂』-慈善音樂
晚會》，今次這個音樂晚會的目的是為一眾參與輪椅馬拉松的殘疾選
手籌募培訓經費，讓他們可以參加香港及國際性的輪椅馬拉松比賽。

傷青會成立至今一直為一眾殘疾人士謀福祉，促進殘疾人士平等
參與社區生活的機會，致力建立傷健共融的和諧社會。

舉辦這次音樂晚會的目的是為一眾輪椅馬拉松選手籌募經費。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馬拉松是一項只有健全人士才可以參與的運
動，但只要肯努力，以及得到各界的支持，殘疾人士一樣可以挑戰自
我，和健全人士一同參與馬拉松運動。

今晚參與音樂晚會的每一位參加者，不論是表演者還是觀眾，大
家都是一心為推動殘疾人士的福址，建立傷健共融的社會而努力，看
到今晚會場座無虛席，實在是令人感到非常動容和欣慰。

我知到音樂晚會除了得到香港青年管弦樂團首席長笛手楊光先生
吹奏傳統日本樂器尺八、著名中樂家譚寶碩先生吹奏洞簫、香港中文
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謝俊仁博士彈奏古琴、現代派詩人路雅‧龐
繼民先生朗誦新詩、著名畫家林文傑教授及譚寶碩先生即席揮毫外，
晚會更邀請到資深表演藝術工作者麥秋先生擔任舞台總監，並為音樂
晚會排練及統籌以《擁抱生命》為題的大型音樂劇，音樂晚會內容非常
豐富，令人引頸以待。

在此，我預祝今晚音樂晚會演出成功，希望每一位到場的朋友都
能盡興而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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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徐麗泰女士
Mrs. Rita FAN 
大紫荊勳賢 GBS JP
GBM, GBS, JP

主禮嘉賓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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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傑教授 
Professor. Dominic LAM 
世界眼科組織之創辦人兼主席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World Eye Organization

林文傑教授簡介
   國際知名藝術家及『折光畫』（Chromoskedasic Painting；或稱納米藝術，

NanoArt）之發明者。

   1989年獲邀為美國總統藝術人文委員會委員，是第一位亞裔獲此殊榮。

   1999年林教授被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及北京故宮選為『二十
世紀中國畫壇上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99位中國藝術家』。

   2002起為「北京奧委會」繪製《奧林匹克精神系列》，包括2004年8月 

13日刊登於「亞洲週刊」封面的《奧林匹克精神：歡樂頌》。

   2003年獲香港政府委任為「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

   2005年開始兼任藝術發展委員會主席。 

名畫捐贈  酒會主禮嘉賓致辭

陳錦元主席、李逢樂先生、廖東梅女士、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很榮幸可以擔任這個酒會的主禮嘉賓。數月前我的好朋友楊光大師告訴我香港傷殘
青年協會將舉辦慈善音樂晚會，希望我可以捐贈一幅畫用作籌款。作為輪椅馬拉松運動員的培訓經
費，我當然樂意應承。

作為一名眼科教授，我明白視力的重要，及失去視力對人帶來多大的影響。然而失去視力並不
等同失去視野。事實上，很多視障人士也能活出精彩的人生，甚至繪畫寫字。同樣地，肢體上的障
礙，亦不會阻礙挑戰自我，自強不息的殘疾人士參與不同的體育運動。香港傷殘青年協會過去一直
致力推動殘疾人士參與社區生活，發揮殘疾人士的潛能，以生命影響生命，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支持
和鼓勵的。

本人欣然捐出作品作慈善用途，為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籌募善款，但亦必須要得到『有心人』的支
持才能玉成其事，而這位『有心人』便是今晚的冠名贊助人李逢樂先生，李先生的慷慨捐款是今天音
樂晚會得以順利舉行的重要因素。今天慈善音樂晚會以『樂』字為主題，而李先生的名字中又有一個
『樂』字，可以說是天作之合，因此我便以『樂』字為主，配以「逢」字作為書畫的主題，亦在這裡感
謝他的善意。

今天除了我之外，著名展能藝術家廖東梅女士亦以她豐富色彩，超越創意及體障之畫作，為我
們展現其不屈不撓的精神。

最後，我知道今天音樂晚會將會有一場由肢障人士、視障和聽障人士共同演出的音樂劇，就讓
我們拭目以待，看看他們如何突破自我，成為舞台上一顆顆光亮的星星。在此，我預祝音樂晚會演
出成功！亦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多謝！



梁愛詩大紫荊勳賢、范徐麗泰大紫荊勳賢、李逢樂先生、林文傑教
授、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傷青會舉行《『樂』- 慈善音樂晚會》的大日子，非常感謝各
界的支持，令是次音樂晚會得以順利舉行。我謹在此代表傷青會多謝
每一位支持今天音樂晚會的贊助人、嘉賓，以及在座所有觀眾。今天
的主禮嘉賓林文傑教授，是世界眼科組織的創辦人兼主席。林教授一
直熱心公益事務，更為本會是次音樂晚會出心出力，不僅擔任是次音
樂晚會的表演嘉賓，在今次音樂晚會上即席揮毫畫畫，更捐出一幅字
畫予本會的冠名贊助人李逢樂先生，非常感激林教授對我們的支持。
我亦要多謝展能藝術家廖東梅女士一直以來對本會的支持，為今次音
樂晚會特意捐出兩幅名畫予本會的鑽石贊助人馬登夫人。

今次晚會得已順利舉行，當然少不了一眾藝術造藝令人折服的
表演嘉賓，包括演奏尺八楊光先生、洞簫譚寶碩先生、古琴謝俊仁博
士、結他手盧永霖先生、鼓手張志雄先生、詩人路雅．龐繼民先生，
以及折光畫大師林文傑教授。

今晚音樂晚會的製作班底一樣強大，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晚會輪
椅舞導師李偉倫先生為今晚晚會編排輪椅舞蹈。我亦要特別感謝資深
表演藝術工作者麥秋先生以及著明品牌設計師余奉祖先生，分別擔任
音樂晚會的舞台總監和設計總監，有他們的支持，令是次晚會生色不
少。

今晚我要感激的朋友的名字實在太多，尤幸我沒有腦退化，您
們的名字深深留在我腦海中，還有一些慷慨解囊捐助傷青會有心人的
名字，我不能忘記。我十分感謝李逢樂先生、馬登夫人、銅鑼灣扶
輪社、以及康年餐廳。晚會紀念特刊的贊助單位：善學慈善基金、
COSMAX、ARTi Jewelary Company Ltd.、黎瀚潮先生和黎瀚泓先生。
其中李逢樂先生當得知本會將舉辦音樂晚會，便立刻捐出十萬元贊助
本次活動，李先生的慷慨，實在是香港良心企業的典範。

今晚晚會的重頭音樂劇《擁抱生命》將會由本會，聯同香港聾人協
進會和失明人互聯會各自派出肢體傷殘、視障及聽障的展能藝術者一
同傾力演出，藉此帶出團結，融洽和諧的訊息。

今晚晚會的主題叫『樂』，在這我衷心祝願我們香港人生活得快
快樂樂，和睦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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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元先生
Mr. Allen CHAN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
Chairperson of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Handicapped 
Youth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主席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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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秋先生 
Mr. James MARK
資深表演藝術工作者
Arts Practitioner

麥秋先生簡介
   曾為多個著名表演團體擔任監製、編劇、導演、演
員、燈光設計、和舞臺管理工作。

   1997年，麥氏率領《虎度門》前往加拿大及新加坡
演出，並為七月一日政府大球場之回歸演出任導演。

   1998年替中英劇團執導《官場現形記》，更憑此劇
獲第八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獎（喜劇 /鬧劇）。

   1999年度成為臨時區域市政局主辦藝術家駐場計劃
（1999）駐沙田大會堂藝術家。 

   2007年麥氏為「大中華文化全球協會」推動《把文化
搬上舞台》項目，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導演何文
匯博士名作《王子復仇記》，讓麥氏替北京與美國作
文化交流，導演北京國家劇院著名表演藝術家及英
國青年演員在沙翁故鄉史特拉福的City Hall，作該
國沙翁戲劇節前開幕演出。

   現任香港戲劇協會副會長、James Mark Theatre 
Consultant Co.顧問及香港無線電視TVB藝員培訓課
程統籌及導師。

   曾於香港明愛職業先修課程「演藝傳意」課程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延續教育課程導師、香港演藝學院戲
劇及演藝學院顧問、臨時區域市政局文化事務顧
問、香港藝術發展局、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顧問、澳
門劇協藝術顧問、香港戲劇協會副會長、香港文化
教傳播聯合會名譽顧問及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顧問團
顧問等。

舞台總監

君子有諸己
       而後求諸人

《大學》
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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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先生簡介
   楊氏於澳洲跟隨竹保流大師範Dr Riley Lee學習尺
八達四年，並完成了竹保流的整套課程。繼而在Dr 
Lee的引薦下，楊氏再於日本隨大師橫山勝也及田
嶋直士兩位大師深造海童道本曲正宗。

   在澳洲期間，楊氏曾於各大演奏廳、大學以至雪梨
歌劇院作表演及舉辦工作坊。

   回港以後，楊氏繼續定期舉行尺八演奏會，並教
授尺八技藝。近年他與Drum Music合作灌錄了三
張揉合了西方與亞洲文化的雷射唱片包括「Happy 
Valley」、「Hong Kong Dub Station」及「Electric 
Road」，獲得甚佳評價。

   楊氏不單是一位優秀的尺八演奏家，在長笛演奏方
面亦非常出色。學習尺八之前，楊氏曾在多個香港
業餘管弦樂團擔任首席長笛手，並考獲英國聖三一
音樂學院之長笛演奏文憑。

余奉祖先生簡介
   73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學院工業設計系高級文憑，曾
任職建築師助手、室內設計師、平面及廣告創作總
監。

   於1975年成立自己的設計公司CreationHouse，直
至目前，余奉祖曾獲本港及海外設計獎達200餘
項，更先後兩次獲頒總督工業設計獎。

   1993年，余奉祖獲委任設計泰國曼谷首列架空鐵路
標誌。

   於2005年獲香港政府委任設計第六次世貿會議標 
誌。余氏近年設計作品主題多涉及社會文化環保及
健康問題。

   2006年余氏在香港傳藝節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設計
師獎項。

   於2007、2008、2009及2010年再度獲大中華傑出
設計獎。

楊光先生 
Mr. Sunny Yeung 

著名演奏家
Shakuhachi Musician

余奉祖先生 
Mr. Michael Miller YU 
著名設計師
Designer

尺八演奏及音樂晚會策劃人

創作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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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寶碩先生 
Mr. TAM Po-shek 

著名中樂演奏家
Hsiao Musician

譚寶碩先生簡介
   中國民族管弦學會會員、中國音協民族管樂研究會
會員、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

   著名的洞簫、笛子演奏家及造簫家。

   多次在各藝術節及香港中樂團的音樂會獨奏其作品。

   活躍於香港的唱片界、廣告及電影配樂，曾為數以
百計的唱片和廿多部電影作配樂演奏．近年來演
出的個人音樂會有：《天籟之旅》、《飛越古今的簫
聲》、《洞簫說人生》。

   近年來創作有雲門夜雨等超過三十首的音樂作品。

   出版有洞簫作品集《山水雲煙夢》、《洞簫古意》、
《簫中禪》、《空山》等鐳射唱片。

洞簫演奏

古琴演奏
謝俊仁先生簡介
   曾到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杭州、台
北、都柏林及倫敦演出。

   個人古琴鐳射唱片《一閃燈花墮》於2001年出版，
除傳統琴曲外，亦收錄了六首其創作琴曲。

   其創作琴曲〈雙乙反調〉曾被選為中國古琴考試六級
選曲之一。

   琴學研究論文刊登於《中國音樂學》等期刊。

   2009年獲民族音樂學博士學位，現為香港中文大學
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並任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
顧問。

   於2011年出版個人古琴鐳射唱片《秋月清霜》。
謝俊仁先生 
Dr. TSE Chun-yan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Music Depart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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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東梅女士簡介
   出生便患腦痙攣至今。

   1992年開始作畫，曾舉行個人作品展，《生命‧彩
虹》、《破繭》及《藝術‧生命》，分別於香港及澳
門舉行《軌跡》作品展。

   曾參與多個藝術展覽及比賽，包括《香港藝術界慶
祝香港回歸八週年大型書畫展》、《國際共融藝術
節》、《九鐵藝術坊》及《地鐵車站藝術建築》計劃。

   於第五屆國際展能節（布拉格）海報設計比賽獲得亞
軍。

   於1998年及2008年出版個人作品集《廖東梅畫集》
及《真我顏色 - 廖東梅畫集》。

   2005年獲選為「十大傑出青年」。

   2006年又與著名畫家阿蟲合作出版《執著‧放下》
插畫傳記。

   2007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榮譽勳章。

路雅‧龐繼文先生簡介
   自2003年起，致力推廣本土文化，策劃多個大型的
詩畫籌款活動：

         2003年的「活」 - 慈善詩畫展

         2007年的 「融」- 雕塑展暨慈善義賣

   著有詩集：

 《活》、《生之禁錮》、《時間的見証》、《秘笈》、《廖
東梅畫集 - 真我顏色》 及《五人詩選》等。

廖東梅女士 
Ms. LIU Tung-mui 
展能藝術家
Artist with Disability

路雅‧龐繼文先生
Mr. Kevin PONG 
（路雅，原名龐繼民） 
詩人
Poet

名畫捐贈

新詩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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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霖先生 
Mr. Anson LO 
著名結他手
Guitarist

盧永霖先生生簡介
   音樂人兼結他手，擁有十多年教學、錄音及現場表
演經驗。

   曾於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唱家班’作LIVE演奏。

   於多間中學、社區中心、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及多間
琴行擔任木結他及電結他導師或顧問。

   曾與前輩Teddy Robin合辦Workshop作音樂教學及
電影配樂。

   近期積極參與唱片錄音製作，亦有為羅敏莊演唱
會、TVB音樂節目Music Cafe及樂隊Beyond成員黃
家強樂隊等作結他手。

結他伴奏

鼓樂伴奏
張志雄先生簡介
   1995年榮獲 “突破”燃夢音樂創作大賽冠軍。

   C.A.S.H. Member/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
員）。 

   香港扶幼會「2007 Teen賦力量慈善演唱會」音樂總
監。 

   廣告配樂「威馬空氣清新機」- 與泰廸羅賓先生聯手
製作。 

   原創歌曲「在這世界上」被本地音樂雜誌「獨立音樂」
撰為最受歡迎歌曲。 

   26-Nov 2005被TVB應邀擔任節目「文化新領域」的
訪問嘉賓 。

   現職香港童軍總會首席流行音樂導師、香港婚禮樂
隊音樂總監、 現職GreatMusicHK.com音樂總監、仁
濟醫院旗下老人中心歌唱 /非洲鼓 /中國鼓 /流行樂
隊導師、委任為和黃HIT貨櫃碼頭之音樂組顧問。

張志雄先生 
Mr. Samson CHEUNG 

著名鼓手
Dr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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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晚會流程
時間 流程

7:00pm-7:10pm
主禮嘉賓 - 梁愛詩女士 - 致辭
主禮嘉賓 - 范徐麗泰女士 - 致辭

7:10pm-7:25pm 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及表演嘉賓

7:25pm-8:05pm 
（上半場）

主題：「寧靜致遠」（古典）
尺八 - 楊光先生
洞簫 - 譚寶碩先生
古琴 - 謝俊仁博士

1.《變徵引》
2.《酒狂》
3.《長相思》‧譚寶碩先生朗誦
4.《鳳凰台上憶吹簫》‧譚寶碩先生即席揮毫
5.《雲門夜雨》
6.《一三谷》
7. 林文傑教授即席揮毫‧洞簫 /尺八伴奏

8:05pm-8:15pm 中場休息

8:15pm-8:40pm 
（下半場）

「俠骨柔情」（雅俗共賞）
尺八 - 楊光先生
洞簫 - 譚寶碩先生
口琴 - 林文傑教授
結他伴奏 - 盧永霖先生
鼓樂伴奏 - 張志雄先生

2.1. 忘盡心中情
2.2. 殘夢
2.3. 天涯孤客
2.4. 願君心記取
2.5. 鳳閣恩仇未了情
2.6. 新詩朗誦 - 路雅《勝利者》
2.7. 笑傲江湖

8:40pm-9:00pm

主題：「身心靈體」
音樂劇：《擁抱生命》
《擁抱生命》 作者：路雅

音樂演出：楊光先生（尺八）及譚寶碩先生（洞簫）
                  盧永霖先生（結他）及張志雄先生（鼓樂）伴奏

音樂劇演員：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會員
 香港聾人協進會會員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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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者   路雅

那夜他沒有攜劍

卻輕易地勝了

沒有血光和仇恨

只碎了一地的淚

江湖自此傳出了久已失傳的秘技

那人用的是廣闊的寬恕

種在心裡

便長成了祥和的目光

從此再沒有挑戰者敢正視他

除了懊悔

沒有幾個人真正與他交過手

自從以仁愛洗淨了怨憤之後

他今天的誓言竟殺死了昨日的他

在比武塲上

他開始識用優美的紙扇化解仇殺

眉宇間

自有悠閒的山水

涼風攜著他的衣袖....

深山𥚃有人坐花看禪

鳥聲跌落飛瀑間

馬登夫人
Mrs. Anne Marden

擁抱生命   路雅

因為有失去

才讓我知道珍惜

隨便地開在路旁的小黃花

一窗輕風細雨

陽光下掀動的新葉

都叫我深深感動

是苦難 讓我擁抱生命

你會不會偶爾憶起舊事

撂過一絲難忘的笑意

懷著一顆謙卑的心

能與神同在

是我們的驕傲

縱然在人生中

有起有落

但想想拾回的片爪麟角

畢竟都是快樂多於憂傷

回憶裡每一個片段

全是珍貴的印記

活出光彩

才會今生無悔 

在浩瀚的星河中

人雖渺小

生命的寶貴

又豈是時空中那僅佔的一角？

音樂晚會主題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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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年餐廳
致意

致意

致意

銅鑼灣扶輪社

修 己
善 群

惠 澤  
社 群

Congratulations to  
Great Performance

鑽石贊助

馬登夫人
Mrs. Anne Marden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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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學慈善基金



普 天 同 樂
扶 群 利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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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學慈善基金
雅黛珠寶
致意

致意

竭 誠 服 務  
矢 志 為 民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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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慈善音樂晚會DVD訂購表格
 原價$150  即場訂購$120

購買方法 Payment Method
  直接存入戶口Bank Deposit並請直接存入「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之匯豐銀行戶口（賬戶：080-2-065078）。 

Please directly deposit into HKFHY’s HSBC Account (A/C No.:080-2-065078).

  支票，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支票號碼：                         。請在支票背面註明“購買
『樂』- 慈善音樂晚會DVD”。

  Cheque, please make a cheque payable to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Handicapped Youth”. 
  Cheque No.:                                 . Please mention‘purchasing “Joy”- Charity Music Concert DVD’at the 

back of the cheque.

  以信用卡 By Credit Card  

   Visa          Master      信用咭號碼 Card No：

    有效日期 Expiry Date：（月 /年 MM/YY                      ） 

簽署：                                                  日期：                         

*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將運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發出收據、通訊、籌募本會經費之用途，若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38 5111與本會職員聯絡
（只適用於捐款）。

* We shall use your personal data for issuing receipts, fostering communications, raising funds for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Handicapped 
Youth.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2338 5111 (For Donation Only).

聯絡人資料 Contact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電話 Tel： 電郵 Email：

地址 Address：

黎瀚潮  黎瀚泓

傷健同心弘藝術
樂韻妙歌善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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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樂意支持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Handicapped Youth：

  願意捐助By making a donation：

  港元    HK$100      HK$250      HK$500      HK$1,000      Other其他金額： HK$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先生 /太太 /小姐 （Mr/Mrs/Ms）

電話 Tel：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地址 Address：                                                              

*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將運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發出捐款收據、通訊、籌募本會經費之用途，若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38 5111與本會職員聯
絡。 

* We shall use your personal data for issuing receipts, fostering communications, raising funds for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Handicapped 
Youth.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2338 5111.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s
  劃線支票 Cheque： 劃線及抬頭請寫「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Payable to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Handicapped Youth”.

  直接存款 Direct bank-in：請存入匯豐銀行戶口（帳戶： 080-9-073067）。 
Please directly deposit into HKFHY’s HSBC Account （080-9-073067）.

  網上捐款 Online donation：請登入www.hkfhy.org.hk. Please visit www.hkfhy.org.hk.

  以信用卡捐助 By Credit Card：可直接傳真至2338 5112 
   Credit card donation form can be faxed to 2338 5112.

   Visa          Master      信用咭號碼 Card No：

    有效日期 Expiry Date：（月 /年 MM/YY                      ） 

  Card Holder Name 持咭人姓名：                                Card holder’s Signature 簽名：       

* 請將支票或銀行入數紙，連同本表格一併寄回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將獲發減稅收據，多謝支持。
* Please send the cheque or deposit slip with this donation form to HKFHY. Tax-deductible receipt will be issued to donations of HK$100 or 

above. Thank you.

/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總辦事處
九龍橫頭磡邨宏基樓地下16-21號

電話：2338 5111  

電郵：hkfhy@hkfhy.org.hk                               

網址：www.hkfhy.org.hk   

鳴謝
印刷贊助：
Paperhouse Creations

特藝印務有限公司

支持的政府部門：
食物及環境衛生署

屋宇署

消防處

香港警察

民政事務署

場地支持：
新界鄉議局大樓

支持機構：
再生會

盲人輔導會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香港風濕病基金會

香港弱智家長聯會

香港復康力量

香港復康會

香港耀能協會

香港聾人協進會

病人互助聯盟組織

堅毅忍者‧障殘人士國際互助協會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香港金章會

香港肌健協會

新健社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